
绳 圣经(94次)

新约(3次)
福音书(1)
历史书(2)
保罗书信(0)

马太福音(0) 马可福音(0) 路加福音(0) 约翰福音(1)
使徒行传(2)
罗马书(0) 哥林多前书(0) 哥林多后书(0) 加拉太书(0) 以弗所书(0) 腓立比书(0) 歌罗西书(0) 帖
撒罗尼迦前书(0) 帖撒罗尼迦后书(0) 提摩太前书(0) 提摩太后书(0) 提多书(0) 腓利门书(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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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书信(0) 希伯来书(0) 雅各书(0) 彼得前书(0) 彼得后书(0) 约翰壹书(0) 约翰贰书(0) 约翰叁书(0) 犹大
书(0)
启示录(0)

律法书(9)
历史书(23)

预言书(0)

约书亚记(3) 士师记(10) 路得记(0) 撒母耳记上(0) 撒母耳记下(5) 列王记上(2) 列王记下(1) 历
代志上(0) 历代志下(0) 以斯拉记(0) 尼希米记(0) 以斯帖记(2)

创世纪(0) 出埃及记(5) 利未记(0) 民数记(4) 申命记(0)
旧约(91次)

以赛亚书(10) 耶利米书(12) 耶利米哀歌(2) 以西结书(5) 但以理书(0)
小先知书(10) 何西阿书(1) 约珥书(0) 阿摩司书(5) 俄巴底亚书(0) 约拿书(0) 弥迦书(1) 那鸿书(1) 哈巴谷

书(0) 西番雅书(0) 哈该书(0) 撒迦利亚书(2) 玛拉基书(0)

大先知书(29)
诗歌智慧书(20) 约伯记(8) 诗篇(10) 箴言(1) 传道书(1) 雅歌(0)

出28:14 用拧工仿佛拧~子、作两条链
28:22 上、用精金拧成如~的链子。
35:18 子的橛子、和这两处的~子、
39:15 用精金拧成如~子的链子。
39:40 ~子、橛子、并帐幕和会幕中
民 3:26 坛的）、并一切使用的~子。
 3:37 带卯的座、橛子、和~子。
 4:26 ~子、并所用的器具、不论是
 4:32 ~子、并一切使用的器具．他
书 2:15 于是女人用~子将二人从窗户
 2:18 把这条朱红线~系在缒我们下
 2:21 又把朱红线~系在窗户上。
士15:13 于是用两条新~捆绑参孙、将
15:14 他臂上的~就像火烧的麻一样
15:14 他的绑~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
16: 7 若用七条未干的青~子捆绑我
16: 8 首领拿了七条未干的青~子来
16: 8 妇人、他就用~子捆绑参孙。
16: 9 参孙就挣断~子、如挣断经火
16:11 人若用没有使过的新~捆绑我
16:12 大利拉就用新~捆绑他、对他
16:12 参孙将臂上的~挣断了、如挣

撒下 8: 2 用~量一量、量二绳的杀了、
 8: 2 量二~的杀了、量一绳的存留
 8: 2 量一~的存留．摩押人就归服
17:13 必带~子去、将那城拉到河里
22: 6 阴间的~索缠绕我．死亡的网

王上20:31 头套~索、出去投降以色列王
20:32 头套~索、去见以色列王、说

王下21:13 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~、和
斯 1: 6 用细麻~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
 1: 6 用细麻绳紫色~从银环内系在
伯 4:21 他帐棚的~索、岂不从中抽出
30:11 松开他们的~索苦待我、在我
36: 8 链捆住、被苦难的~索缠住．
38: 5 尺度．是谁把准~拉在其上。
39: 5 去自由．谁解开快驴的~索。
39:10 你岂能用套~将野牛笼在犁沟
41: 1 能用~子压下他的舌头么。
41: 2 你能用~索穿他的鼻子么、能
诗 2: 3 们的捆绑、脱去他们的~索。
16: 6 用~量给我的地界、坐落在佳

18: 4 曾有死亡的~索缠绕我．匪类
18: 5 阴间的~索缠绕我．死亡的网
78:55 用~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
116: 3 死亡的~索缠绕我、阴间的痛
118:27 理当用~索把祭牲拴住、牵到
119:61 恶人的~索缠绕我．我却没有
129: 4 义的．他砍断了恶人的~索。
140: 5 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~索．
箴 5:22 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~索缠绕
传 4:12 三股合成的~子、不容易折断
赛 3:24 ~子代替腰带、光秃代替美发
 5:18 那些以虚假之细~牵罪孽的人
 5:18 人、他们又像以套~拉罪恶。
28:17 我必以公平为准~、以公义为
33:20 不拔出、~索一根也不折断。
33:23 你的~索松开．不能栽稳桅杆
34:11 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~、混沌
34:17 又亲手用准~给他们分地、他
54: 2 要放长你的~子、坚固你的橛
58: 6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~、解下轭
耶 2:20 解开你的~索、你说、我必不
 2:20 的轭解开你的~索你就说我必
 5: 5 人齐心将轭折断、挣开~索。
10:20 我的~索折断。我的儿女离我
27: 2 你作~索与轭、加在自己的颈
27: 3 把~索与轭、送到以东王、摩
30: 8 扭开他的~索、外邦人不得再
31:39 准~要往外量出、直到迦立山
38: 6 他们用~子将耶利米系下去。
38:11 用~子缒下牢狱去到耶利米那
38:12 碎布和破烂的衣服放在~子上
38:13 他们用~子将耶利米从牢狱里
哀 1:14 犹如轭~缚在我颈项上．他使
 2: 8 他拉了准~、不将手收回、定
结 3:25 人必用~索捆绑你、你就不能
 4: 8 我用~索捆绑你、使你不能辗
27:24 子里、用~捆着、与你交易。
40: 3 手拿麻~、和量度的竿、站在
47: 3 他手拿准~往东出去的时候、
何11: 4 我用慈~〔慈原文是人的〕爱
摩 7: 7 有一道墙是按准~建筑的、主
 7: 7 筑的、主手拿准~站在其上。

 7: 8 看见准~。主说、我要吊起准
 7: 8 我要吊起准~在我民以色列中
 7:17 你的地必有人用~子量了分取
弥 2: 5 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拈阄拉准~
鸿 1:13 折断他的轭、扭开他的~索。
亚 1:16 准~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．这
 2: 1 举目观看、见一人手拿准~。
约 2:15 耶稣就拿~子作成鞭子、把牛
徒27:32 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~子、由
27:40 同时也松开舵~、拉起头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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